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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软弱地基结构特殊保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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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土木工程行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土木工程建设项目数量也得到了

大幅度提升。在土木工程项目的建设中，地基是整个项目的基础支撑，提高地基质量是工程项目有效推进的前提
条件。在项目开展中，难免会出现软弱地基的状况，这种地基结构的强度不高，承载能力也不高。因此就要对这
种软弱地基进行相应的处理，提高地基结构强度和承载能力，本文通过分析软弱地基，提出一些处理软弱地基的
特殊保障技术，以供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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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木工程项目建设中，对于软弱地基应采用相
应的处理手段进行处理，不能直接进行施工建设。若
直接施工，因其软弱地基的结构无法承受建筑物，建
设出的建筑会存在巨大的风险，不仅会带来难以挽回
的损失，可能还会危害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工程中遇见的软弱地基一定要选择合理的方法进
行处理，提高地基的结构强度和承载能力，保证软弱
地基的结构具有稳定性，为后续的项目工程提供基础
建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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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软弱地基进行处理 [2]。

2 软弱地基结构特殊保障技术
在土木工程项目施工建设中，软弱地基是项目施
工中经常遇见的地形问题。要保证土木工程项目的各
项工作顺利落实，土木工程项目单位必须要掌握软弱
地基结构特殊保障技巧，将这些技巧运用在实际现场
施工中，提高软弱地基的强度以及承载能力，实现地
基结构具有稳定性的目标，为后续的项目施工奠定坚
实的基础 [3]。土木工程项目施工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需

1 软弱地基主体概述

要掌握软弱地基结构特殊处理技巧，有效处理软弱地

土木工程项目建设中，经常遇见的不良地基基础

基，能提高其施工单位的服务质量，对于软弱地基处

被称为软弱地基，这种地基若是得不到科学合理的处
理，其自身的承载能力就达不到项目地基承载力的要

理要遵循合理原则，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2.1 预压处理

求，便无法满足项目建设需求。软弱地基主要成分是

预压处理方法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软弱地基的

淤泥、杂填土、高压性土层等，含水量同其他天然地

方法，主要操作方法是通过对软弱地基进行重量施压

基相比，软弱地基的含水量过大 [1]。由于软弱地基具有

或是填充土堆。相较于其他对软弱地基的处理方法，

天然含水量，导致地基具有强度较低、压缩性较高以

预压方法的最大优势就是操作难度低，运用重力，充

及透水性低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地基的承载能力无

分发挥软弱地基具有的荷载作用，帮助软弱地基提前

法满足实际施工要求。
在土木工程项目建设中，地基结构的稳定是项目
建设的前提条件，想要提高地基结构的稳定性，只有

完成沉降。同时，在预压处理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地基
结构，使地基的强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最终能够提高
软弱地基的稳定性 [4]。通过预压使软弱地基的结构稳定，

处理软弱地基，降低软弱地基对土木工程建设的影响，

能够有足够的承载能力，推动土木工程项目进度，提

才能提高土木工程项目施工进度。如果直接在没有处

高施工效率。虽然预压方法的操作难度低，但是相关

理过的软弱地基上建设工程项目，其建设项目就会超

土木工程施工人员在进行预压处理时，要注意对软弱

出地基负荷，导致建筑物出现滑动或是固结沉降。土

地基降水措施的选择以及对预压重量的控制，尤其是

木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对软弱地基处理方法的优劣，直

对预压重量的选择控制，若重量过高，软弱地基就会

接关系到整个土木工程的质量，所以一定要采用合理

受到破坏，而重量过低又达不到预压效果。因此，要保

的、科学的同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处理方法对项目中出

证预压程度科学、合理、符合软弱地基的实际情况，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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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为控制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对地基处理达不到预

却冻结的处理技术和水泥土搅拌桩处理方法具有相同

期效果。

的限制条件，就是对软弱地基的土壤具有选择性。但

2.2 更换垫层处理

冷却冻结的处理方法比水泥土搅拌桩的处理方法的应

软弱地基采用更换垫层的处理方法，能够加强地

用范围更为广泛，冷却冻结技术不仅适用于相对饱和

基的承载力，将地基的沉降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的软黏土，还适用于沙土。

内 。采用这种处理方法还具备一个优势，就是能够解

2.5 加热烧结处理

决土壤湿陷以及土壤肿胀问题，可以为后续施工带来

对于软弱地基的处理方式还有加热烧结处理方法，

[5]

积极影响。对于软弱地基采用更换垫层的处理方法，

这种处理方法是通过对软弱地基的温度调节和改变土

需要相关施工人员做好处理前的准备。要对软弱地基

壤内的水分状态来实现加固目的，对软弱地基内含有

进行深入了解，以此为基础，来确定采用更换垫层的

的水分进行人工加热烧结处理，通过加热烧结的高温

方案。更换垫层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在原软弱地

来蒸发土壤中的水分，降低软弱地基土壤中的含水量，

基的天然地层上铺设一层人工垫层，这种处理方法能

直至土壤含有的水分能够符合建设标准。加热烧结处

够将人工垫层作为上部结构的持力层，具有便利性。

理是从软弱地基根源出发的一种处理方法，也是一种

第二种处理方案就是用符合软弱地基要求的土壤代替

软弱地基的有效处理手段，因为土壤含水量是其地基

被挖出的土壤，形成人工垫层，这种处理方案对软弱

成为软弱地基的重要因素，土壤中过高的含水量破坏

地基来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需要支出更多的人

了地基的结构强度，降低了地基的承载力。加热烧结

力、物力。

的处理方法适用于软黏土和湿陷性的粘土，这两种土

2.3 水泥土搅拌桩
水泥土搅拌桩的处理方法能够充分发挥水泥的作
用，对软弱地基进行强化处理，增加软弱地基的承载力，

壤的含水量较高，采用加热烧结的处理方法可以取得
良好的处理效果，提高软弱地基的稳定性和承载力。

2.6 加筋处理

提高软弱地基土壤结构的总体强度。水泥土搅拌桩处

在土木工程项目建设中，对于一些建筑工作来说，

理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水泥具有的强度特点将水泥

加筋处理是一项重要工作方法，最终可以提高项目的

作为固化剂，软弱地基采用水泥土搅拌桩处理，就是

整体质量与品质。对于软弱地基来说，运用加筋的处

将水泥与软弱地基的土壤结合在一起，然后对水泥进

理方法能够提高地基结构的强度、稳定度和承载能力。

行强度搅拌，使其能够有效融合，发挥出固结的作用，

而且，加筋处理方法的发展时间较长，有了一定的应

提高软弱地基的强度，让地基能够满足后续的工程项

用经验，技术体系也较为完善。加筋处理技术的应用

目建设需要。

难度较低，应用范围也较为广阔。加筋处理就是在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水泥土搅拌机的处理方法并

弱地基中加入一些碎石、砂桩、土钉等，以此打造固

不适用于所有的软弱地基。水泥土搅拌桩的处理方法

体结构，为软弱地基提高支撑力，从而保证了软弱地

更加适用于具有相对饱和的软黏土，只有运用在具有

基的结构强度，提高了软弱地基的承载能力，满足后

这种土壤特性的软弱地基上，水泥才能充分发挥出更

续建设需求。加筋处理还可以有效应对地基下沉、弯

加重要的作用。

2.4 冷却冻结处理
软弱地基处理方法中，还可以采用冷却冻结的处
理方法。冷却冻结的处理方法运用范围并不是非常广
泛，但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冷却冻结处理方法是通
过对软弱地基进行人工干预的冷却降温处理，将软弱

曲等问题，为后续工程建设提供了一个质量保证。因
不同的筋体具有不同的特性，其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
所以采用加筋处理时，不仅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注意采
用筋体具有的性质，还需要能够充分了解软弱地基的
实际情况，采用合理的筋体材料，保证其筋体材料能
够充分发挥作用。

地基中含有的水分进行冻结，以此来强化软弱地基的

3 对于软弱地基结构的分析

结构，提高地基的承载力 [6]。冷却冻结处理方法对施工

3.1 软弱地基结构的总体分析

单位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能够完全掌握冷

软弱地基与普通地基的区别在于软弱地基的结构

却技术，并根据实际地基条件、项目进度及施工水平

强度较低，结构强度是地基承载力的关键要素，只有

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分析，选择出适合的冷却技术。冷

结构强度达到一定的高度，其地基的承载力才会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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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提高，使得总体质量符合标准。地基是土木工程

他相关用品等，以供施工使用。在这一阶段，施工单

项目的基础建设，更是土木工程项目后续建设工作的

位要组建好施工队伍，并对施工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

基本保证。只有打好地基才能够建设起符合质量要求

和技能培训，提高施工人员的施工水平，确保后续施

的建筑，牢固稳定的地基能够减少建筑发生质量问题，

工顺利进行。

帮助建筑更好地抵抗自然灾害。

3.2.3 后期阶段

所以，土木工程单位进行项目施工时，遇到软弱

后期阶段就是施工阶段，施工人员根据选择出的

地基一定要全面、客观、综合地对软弱地基进行分析

处理方法，选择相应的设施与材料，对软弱地基进行

研究，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采用符合软弱地基实

处理，加强软弱地基的结构强度。在这一过程中：

际情况的处理方法，加强地基结构的强度，提高地基
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

3.2 加强软弱地基结构强度的处理流程
地基是土木工程项目建设的基础部分，直接关系

首先，施工单位要组建相应的专业团队，对施工
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确保后续工作顺
利开展。
其次，施工单位要加强对施工过程中的管理控制：

到后续工程项目的总体质量。所以，加强软弱地基结

加强建筑设施和材料的管理，以及对施工人员的安全

构强度需要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进行。加强软弱地基

管理等。

结构强度的流程被划分为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前期阶

最后，在施工结束时，要对施工成品进行验收，

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这三个阶段紧密结合形成

确保施工效果和施工质量能够达到要求，增加软弱地

一个有机流程。不同阶段都对应着不同的工作内容，

基的结构强度，提高软弱地基的承载能力。

其各个阶段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只有把握好这三个阶

4 结语

段的作用，让其得到流畅运行，才能加强软弱地基结

面对工程项目中出现的软弱地基问题，需要选择

构强度，提高软弱地基的承载能力，为后续工程建设

合理科学的处理方法对其进行处理，提高软弱地基结

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前提保证。

构的强度。对于软弱地基的处理方法有：预压处理、

3.2.1 前期阶段

更换垫层处理、水泥桩搅拌处理、冷却冻结处理、加

加强软弱地基结构强度的前期阶段就是对软弱地

热烧结处理以及加筋处理。首先要对软弱地基进行深

基的勘查阶段。只有通过对软弱地基进行全面科学分

入了解，分析其形成原因、地质特点、周围环境等，

析，了解到软弱地基形成的原因、主要存在的问题、

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因素才能够选择出合适的处理方法，

土壤条件和周围环境等因素，才能够制定处理计划。

以此为基础才能够加强软弱地基结构的强度并提高软

首先，相关工作人员要了解软弱地基土层分布情

弱地基的承载能力。

况及其土壤状况，判断软弱地基的主要构成土壤。
其次，相关工作人员还需深入了解软弱地基的周
围情况，为后续采用的处理方法提供环境依据。
最后，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勘测出的信息，制定一
份详细的勘测报告。详细的勘测报告不仅能够为后续
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还能够为项目整体建设工作提供
导向。
3.2.2 中期阶段
加强软弱地基结构强度的中期阶段就是软弱地基
的设计阶段，这一阶段以前期阶段的勘测报告为基础
导向，选出科学适宜的处理方法，并设计出施工方案，
为后续施工处理做好准备工作。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设
计施工方案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上部结构和地基的共
同作用，制定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施工方案，确定
合理的施工措施。相关工作人员在这一时期根据制定
出的施工方案，采购相应的建筑材料、建筑设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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